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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!记者 吴继峰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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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"#

日上午#市委副书记$市创建省级

文明城市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德才#带领分包路段责任单位$路段

所属辖区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# 到中州大道就省级文明城市创

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#并对下一步深化落实%路长制&推进创建工作

提出具体要求'

李德才一行先后到中州大道与滨河路交叉口$ 中州大道万果园

人民商场店东门$中州大道与交通路交叉口$兰亭山水小区东大门$

融辉城小区$中州大道宁洛高速入口等处实地察看创城工作#现场指

出存在的问题( 实地督导期间#李德才就中州路存在的乱扯电线$乱

涂乱贴广告$万果园等商家违规圈占停车位$部分路段绿化带内有白

色垃圾等问题#与分包路段责任单位$职能部门$街道办事处负责人

共同商讨解决措施(

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# 李德才对下一阶段的创城工作提出三点

要求( 他强调#一要再提标准#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徐光书记对创城工

作的部署和要求上来#克服厌战和畏难情绪#扑下身子有所作为( 要坚

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创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#通过宣传动员$行

政管理$教育引导$舆论监督等手段#把创城过程变成凝聚民心$改善民

生的过程( 要通过创建文明城市#使广大市民切实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实

实在在的好处#让大家生活环境更好$生活质量更高( 二要再压责任#认

真贯彻落实路长制$路段责任制$小路段长制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推进机

制#量化细化任务#明确责任分工#使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上规范

化$制度化$科学化的轨道( 要尽快制定规划#做好城市绿化$美化$亮化

工作( 要细化深化交通秩序$经营秩序$市容环境等六方面专项整治工

作#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( 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机制#

真正形成市区联动$两级政府$三级网络$四级管理的工作格局( 要进一

步落实%门前三包&责任制#加大督查考核力度#推动形成全市上下积极

参与创城工作的良好局面( 要逐步提升周口市公民文明素养#提升社会

文明秩序#提升周口文明形象( 三要再掀高潮#巩固保持当前创城工作

的好势头#深化路长制推进创建工作( 要进一步完善厅级干部包路段责

任制#经常到分包路段深入实地了解情况#找问题$找差距$找不足#千

方百计解决问题推动工作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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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!记者 马月红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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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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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管办组织城管委职能部门代表及

新闻媒体记者组成考评组#对中心城区

多条主次干道的交通秩序和城市管理

工作整治重点进行督查( 督查中发现#

一些多年占道久成痼疾的临时市场或

取缔或规范)中心城区主次干道的公益

广告遍地开花)垃圾死角清理了$占道

出店经营规范了$ 乱停乱放治理了$私

搭乱建拆除了**昔日一些脏乱差路

段和管理痼疾#经过多部门持续不懈地

努力#都在点点滴滴间悄然转变(

当日上午#督查组在七一路至交通

大道段的五一路上看到#人行道紧挨道

牙石处安装护栏后#车辆乱停乱放的现

象大有好转#行人乱穿马路的不文明行

为也随之大大减少( 此外#在多部门多

次重拳集中整治和严管之下# 五一路

!交通大道至黄河路段" 这条昔日脏乱

差堵投诉多的问题街道#两侧的占道和

出店经营均已基本遏制#取缔了马路游

商# 卫生环境和市容面貌双双变好)在

工农南路的多个城乡结合部脏乱区域#

垃圾死角清扫干净了#以前贴满了各类

牛皮癣的变电箱和电线杆喷涂新漆后

焕然一新)莲花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的

城市管理久拖早成痼疾#东南角的沿街

商铺常常出店占道经营不说#遮阳篷和

违章房还泛滥成灾# 环境卫生不敢苟

同#如今拆除了违章房!篷"#清理了占

道#市容看起来顺眼多了( 此外#建设大

道与汉阳路交叉口!周西路口"东南角

的占道临时市场取缔后#摊贩全部集中

到汉阳路菜市场内有序经营)建设大道

与中州大道交叉口路北侧的劳务加蔬

菜市场自发形成多年#取缔后部分摊点

挪至周边小街巷内#%肠梗&多年的主干

道终于通畅了(

督查中还发现#中心城区内新添的

公益广告无处不在#密集覆盖了几乎所

有主次干道和重点部位( 汉阳路与黄河

路交叉口路西上书%仁+信$礼$智$勤&

字样的公益广告弘扬赞美社会主旋律)

大庆路!建设大道至文昌大道段"路东

也拉起了公益广告展示墙#浓浓的创建

宣传氛围#让路过行人过目难忘(

督查结束后#督查组组织参与考评

人员#根据当天所见所闻#为川汇区$东

新区和经济开发区的城市管理和交通

秩序整治工作现场打分#并将考评结果

记入档案#作为
!

月份城市管理工作最

终排名的一项重要依据(

市城管办组织城管委职能部门代表

考评中心城区交通秩序及三区城市管理

昨日! 落户郸城的江苏双

龙健制衣有限公司车间内!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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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 沈湛 摄

为提高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

水平#方便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省

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#改善创建工作

中发现的乱搭乱建$乱停乱放$垃圾

乱倒$秩序混乱$环境卫生脏乱差等

不文明现象#市创建办特设立市民热

线#及时了解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

题#市创建办将配备专人值班#在工

作日接听热线电话#如实记录市民关

注$反映的问题#并分类向有关部门

反馈或向有关领导汇报(

市民热线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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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周口市创建省级
文明城市市民热线的公告

近日!扶沟县韭园镇吴桥村村民吴瑞丽在自家园里采摘猕猴桃"

*

年前其父亲

吴红军从陕西眉县引进猕猴桃在自己田地里种植!经过精心培育!今年的猕猴桃

喜获丰收" 卢付昌 摄

在四川巴中走访! 发现一位贫困户

的屋墙上!#宁愿苦干$不愿苦熬%八个大

字十分醒目"一聊才知道!近年来户主依

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!建起了新居&在村

里#第一书记%指导下!种了
)

亩中药材!

养了
)

头牛'(虽然苦了点$累了些!但

穷日子一去不返!人越活越精神)

自己动手!丰衣足食!这个道理谁

都懂" 事实也证明!好日子永远都是干

出来的"但在一些人看来!*干%太辛苦!

不如*熬%等政策来得轻松+实惠" 甚至

有少数地方干部把讨项目$要资金作为

脱贫的抓手! 结果往往是坐吃山空!陷

入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"

摘*穷帽%!拔*穷根%!固然需要外

部环境的改善!但同时也要从自身寻找

突破口" 保持*苦干%的劲头!抛掉*苦

熬%的惰习!才能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"

宁要苦干 不要苦熬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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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
!

月
"$

日电中共中

央总书记$国家主席$中央军委主席习

近平
"$

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

第
),

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

团全体成员# 欢迎我国体育健儿凯旋#

代表党中央$国务院向中国体育代表团

全体运动员$教练员$工作人员致以诚

挚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#向全国体育战

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(

习近平强调#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

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#生动诠释了奥林

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#为祖国争了

光#为民族争了气#为奥运增了辉#为人

生添了彩#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

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#增强

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$向心力$自信心#

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(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$张德

江$俞正声$刘云山$王岐山$张高丽参

加会见(

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#到处欢声

笑语#洋溢着喜庆的气氛( 下午
)

时
)&

分许#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

表团成员中间#同大家亲切握手#并合

影留念(

在热烈的掌声中#习近平发表了热

情洋溢的讲话( 他表示#在刚刚结束的

里约奥运会上#你们顽强拼搏$奋勇争

先#出色完成了各项参赛任务#取得了

"(

枚金牌$

,!

枚银牌$

"(

枚铜牌的优异

成绩#位居金牌$奖牌榜前列#实现了运

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#续写了中国

体育新辉煌(

习近平指出# 里约奥运会期间#全

国人民时刻牵挂着你们#世界也关注着

你们#为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

兴( 你们敢于挑战和超越自我#表现出

了高昂的斗志$顽强的作风$精湛的技

能( 你们同各国运动员$国际组织开展

了广泛交流# 成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

者( 在赛场上#你们遵守规则$尊重对

手$尊重裁判$尊重观众#表现出了良好

体育道德和文明素养( 你们在赛场上的

英姿$在赛场外的风范#展现了当代中

国人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人的风采( 这

些成绩的取得#是党$国家$人民大力支

持的结果#是全国体育战线团结奋斗的

结果#也是你们刻苦训练$辛勤付出的

结果(

习近平强调# 我们讲道路自信$理

论自信$制度自信$文化自信( 我们不以

胜负论英雄# 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先$

敢于争第一( 在奥运会这样高水平的竞

争场合#争第一$拿金牌奖牌很不容易#

拿到金牌奖牌的#值得尊敬和表扬( 同

时#只要勇于战胜自我$超越自我#即使

没有拿到金牌奖牌#同样值得尊敬和表

扬( 所以我要说#这次拿了金牌奖牌的

队伍和运动员#都是好样的( 这次没拿

到金牌奖牌#但在比赛中做了最好的自

己的队伍和运动员#也都是好样的( 中

国女排不畏强手$英勇顽强#打出了风

格$打出了水平#时隔
,"

年再夺奥运金

牌#充分展现了女排精神#全国人民都

很振奋( 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

的表现#展示了强大正能量#展示了%人

生能有几回搏&的奋斗精神( 实现%两个

一百年&奋斗目标$实现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的中国梦#就需要这样的精神( 要

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我国体育健儿在奥

运会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#使之化为

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

神力量(

习近平指出#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

类进步的重要标志#是综合国力和国家

软实力的重要体现( %发展体育运动#增

强人民体质&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

务( 希望同志们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

和中华体育精神#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

体育综合实力# 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$

更快$更高$更强#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

中为国争光能力#有力带动群众体育发

展( 希望同志们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

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#落实全民健身

国家战略#普及全民健身运动#促进健

康中国建设( 希望同志们加快推进体育

改革创新步伐#更新体育理念#借鉴国

外有益经验#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

顶峰中的重要作用#更好发挥群众性体

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#为我

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(

希望同志们把筹办北京冬奥会$冬残奥

会作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大

机遇#全力筹办一届%精彩$非凡$卓越&

的冬奥会$冬残奥会#加快我国冰雪运

动普及发展(

习近平强调#体育界有句话,%走下

领奖台#一切从零开始( &希望同志们牢

记使命$戒骄戒躁$再接再厉#努力为祖

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#让体育为实现

%两个一百年&奋斗目标$实现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中国力量(

最后#习近平用里约奥运会期间人

们经常喊的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,我们

的运动员们加油- 中国队加油- 中国加

油-

刘延东$刘奇葆$许其亮$栗战书 $

杨晶$王晨$杨洁篪$王正伟同志#中央

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$中央军委有关部

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见(

习近平在会见第 !"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示

中国队加油! 中国加油!

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


